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苏州河文化艺术节、旅游

节系列活动
项目类别 经常性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和旅游

局
实施单位 公共服务科、资源推广科

计划开始日期 2021年1月1日 计划完成日期 2021年12月31日

项目资金
（万元）

项目资金总额 17146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714600

其中：财政资金 17146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7146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绩
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1 年- 2021年）

年度总目标

贯彻落实《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上海市公共文
化服务保障与促进条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继续深化“苏河水岸”文旅品牌内涵，传承悠久文
脉，展现普陀区的城区魅力及丰富的文、旅、商资
源，不断扩大活动覆盖面和参与率。苏州河文化艺术
节已连续成功举办十四届，2016年被评为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是普陀区公共文化特色品牌项
目，2021年拟于文化艺术节期间举办100多场各级各
类文化、旅游活动，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丰富百姓文
化生活，将文化艺术节打造成为“文化艺术的盛会，
人民大众的节日”，让广大人民群众欣赏高雅艺术，
展现文化才艺，享受文化成果，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
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扩大“苏河水岸”文旅品牌的
影响力和传播力。

贯彻落实《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上海
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与促进条例》，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深化“苏河水
岸”文旅品牌内涵，传承悠久文脉，展现普
陀区的城区魅力及丰富的文、旅、商资源，
不断扩大活动覆盖面和参与率。苏州河文化
艺术节已连续成功举办十四届，2016年被评
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是普陀
区公共文化特色品牌项目，2021年拟于文化
艺术节期间举办100多场各级各类文化、旅游
活动，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丰富百姓文化生
活，将文化艺术节打造成为“文化艺术的盛
会，人民大众的节日”，让广大人民群众欣
赏高雅艺术，展现文化才艺，享受文化成
果，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不断扩大“苏河水岸”文旅品牌的影响力和
传播力。

绩效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重点活动举办场次 不少于50

质量指标

活动质量达标率 100%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时效指标 活动开展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绩效指
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资金到位率 100%

社会效益指标

丰富百姓文化生活 实现

扩大活动覆盖面 实现

参与人数增长 实现

活动主题符合率 10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苏河水岸”品牌影
响力

不断提升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基本完善

宣传范围和有效性 广泛有效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8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重大产业活动工作经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和旅游

局
实施单位 产业发展科

计划开始日期 2021年1月1日 计划完成日期 2021年12月31日

项目资金
（万元）

项目资金总额 90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9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9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9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1 年- 2021年）

年度总目标

保障2021年产业活动（互联网影视峰会、中国声音大
会）成功举办。

通过举办产业活动提升普陀区文化品牌
影响力，促进我区互联网影视、音频产
业发展。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活动举办次数 >=2

质量指标 活动举办完成率 =100%

时效指标 活动开展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资金到位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企业注册数量 增加

社会效益指标 参与人数 增长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产业发展知晓率 增长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民众满意度 >=85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庆祝建党100周年专项活动费用 项目类别 一次性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和旅游局 实施单位
公共服务科、产业发展科、市场

管理科

计划开始日期 2021年1月1日 计划完成日期 2021年12月31日

项目资金
（万元）

项目资金总额 263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2630000

其中：财政资金 263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63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1 年- 2021年）

年度总目标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隆重纪念党的生日，
讴歌党的丰功伟业，弘扬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
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举办庆祝建党100周年大型文艺
演出及系列主题艺术创作

举办普陀区庆祝建党100周年大型
文艺演出及系列主题艺术创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工作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 活动质量达标率 100%

时效指标 活动开展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宣传范围和有效性 广泛有效

生态效益指标 活动主题符合率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85%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普陀区图书馆功能提升和整体

更新项目
项目类别 一次性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和旅游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图书馆

计划开始日期 2021年1月1日 计划完成日期 2021年12月31日

项目资金
（万元）

项目资金总额 952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952000

0

其中：财政资金 952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 年- 年）

年度总目标

完成区图书馆地下空间、M-3、7-9、11楼的更新装修及4-6
、10、12楼公共区域改造、区少儿图书馆整体装修

完成区图书馆地下空间、M楼
、3、7-9、11楼的更新装修
以及其他楼层公共区域装修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质量指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时效指标 预算执行率 =100%

成本指标 工程经费执行 合法



绩效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社会效益指标 读者流通人次 ≥160万人次

生态效益指标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可持续影响指标 工程安全机制 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读者满意率 >=9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美术馆展览展示教育研究活动

经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和旅游局 实施单位
刘海粟美术馆分馆（上海市普陀

区美术馆）

计划开始日期 2021年1月1日 计划完成日期 2021年12月31日

项目资金
（万元）

项目资金总额 7699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769900

其中：财政资金 7699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1年～2021年）

年度总目标

美术馆各项职能充分履行，为市
民提供免费的文化服务。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2021年目标值

产出目标

数量指标(必填)

美术馆馆内展览场次 >=15场

美术馆国内交流巡展
场次

>=1场

展览作品集制作 >=1册
质量指标(必填) 展览计划完成率 =100%
时效指标(必填) 展览开展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必
填)

公众知晓率 >=7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影响力目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必填)
观众满意度 >=8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三楼海派艺术展览、展示活动经

费
项目类别 其他事业专业类

主管部门 普陀区文化和旅游局 实施单位 普陀区文化馆

计划开始日期 2021年1月1日 计划完成日期 2021年12月31日

项目资金
（万元）

项目资金总额 120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2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2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2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绩效目
标

项目总目标
（2021年～2021年）

年度总目标

通过一提高，二结合，即提高艺术展览、活动质量，逐
步提高公众传统文化艺术素养；艺术与社会和公众结
合，艺术和教育结合；打造公共文化艺术传播及教育新
平台，取得良好社会效益

1、拟举办展览不少于10项,内容涵盖书画、篆
刻等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2、拟举办面向社会公众的讲座和互动交流活动
不少于8场，内容涵盖书画、篆刻、鉴赏等。
3、进一步充实打造公益艺术书房，面向公众免
费开放阅览。
4、进一步充实打造艺术视频讲堂，提高公众对
中国传统艺术知识水平。
5、进一步扩展并提高篆刻艺术校园传承基地建
设，增进青少年素质教育水平。
6、进一步充实提高中国传统艺术教育实践基地
建设，面向中小学生及社会公众。7、进一步为
区属相关部门机构在专业艺术资源和业务工作
方面提供支持，为区域文化建设尽力。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2021年目标值

产出目标

数量指标(必填) 展览+讲座+活动 20场

质量指标(必填)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时效指标(必填) 展览布展及时性 及时

成本指标 专款专用率 100%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指标 预算执行率 ≥95%

社会效益指标(必填) 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参与性 积极

生态效益指标 成果社区推广覆盖率  较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基本完善

影响力目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必

填)
群众满意度 >8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一楼、二楼全年展览、展

示活动经费
项目类别 一次性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和旅游

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普陀区文化馆

计划开始日期 2021-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12-31

项目资金
（万元）

项目资金总额 100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2021 年- 2021年）

年度总目标

全年共策划和举办各类展览16场。全年策划举办市级
以上规模展览4场（含市级单位、专业团体、专业院
校或机构等联合主办或协办），全年吸引线上及线下
观展人数70000人次.

策划和举办各类展览16场。全年策划举办市级
以上规模展览4场（含市级单位、专业团体、专
业院校或机构等联合主办或协办），全年吸引
观展人数30000人次. 
一楼综合性展览展示（展览面积：800平方
米）：
 展览频次：全年度策划和举办十次新的展览。
展览内容：书画作品、摄影作品、雕刻及其他
艺术作品展览；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当代新艺术
形式的展览；民间收藏、传统戏剧服装道具布
景等形式的展览等。
     
二楼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展览面积： 100平
方米）：
展览频次：每两个策划和举办一次展览，全年
至少5次。
展览内容：普陀区及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项目；具有一定的民间传统基础但尚未列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的项目展示。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计划完成率 >=90%

质量指标 项目质量可控性 可控



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率 及时

成本指标 专款专用率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预算执行率 >=90%

社会效益指标
满足群众实际文化需

求程度
提高

生态效益指标 成果推广应用率 =100%

可持续影响指
标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基本完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80


